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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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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7〕24号）、《保险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保监会令 2010年第 7号）以及《关于进一步

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

[2016]52号）要求，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对监管要求的一般关联交易进行分类合并，披露如下： 

2017 年四季度，我公司主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各分行、支行及下属各级机构、法国

安盛集团（以下简称“安盛集团”）下属各企业、中国五矿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集团”）下属各企业开展各类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涉及公司的资金运用、银行保险代理业务、固定资产的

租赁、团体保险业务、再保险的分出业务、境外援助服务等关联

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资金的投资运用 

2017年四季度，我司发生 1笔统一关联交易协议下的资金运

用类关联交易，为我司与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基金申购

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5亿元。 

二、固定资产的租赁 

2017 年四季度，我公司继续租赁工行 31
1
处办公职场，并与

山东工行聊城分行、山东工行东营分行，河北工行沧州分行、陕

                   
1
 31处职场租赁关联交易分别与工行上海市黄浦分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辽宁省盘锦、

抚顺分行，陕西省咸阳、宝鸡分行，山东省淄博、临沂、东营、济宁、潍坊、烟台、泰安、渭南分行，河南省安阳、

南阳、开封、信阳、周口、驻马店、许昌分行，洛阳、平顶山支行，湖北省荆州、黄冈、襄阳、三峡分行，福建省福

州五一支行，山西洛阳、山西大同分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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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行汉中分行新签署职场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共计人民币

420.95万元。 

2017年四季度，我司支付工行上海分行电销中心席位租赁费，

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82.8万元。 

三、保险业务和保险代理业务 

（一）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017年四季度，我司委托工商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29.73

亿元；委托绵阳市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56.76万元。 

（二）团体保险业务 

2017年四季度，我司为工商银行及其下属各级机构、中国五

矿股份有限公司共 33 家公司及机构提供团体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1.17亿元。 

（三）关联自然人保险业务 

2017年四季度，公司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保险产品，保费共

计 28.5万元。 

四、再保险的分出业务 

2017 年四季度，我司与 AXA France Vie 发生再保业务关联

交易，分出保费、摊回分保佣金和手续费、摊回理赔的结算金额

共计人民币 528.28万元。 

五、其他关联交易 

（一）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7年四季度，我司与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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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安盛旅行援助”）发生寰球寰亚第三方服务交易，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119.13万元;发生境内外急难援助服务费用，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6.5万元。 

（二）信息科技服务关联交易 

2017年四季度，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软件开发服务交易，交

易金额为 289.997万元人民币。 

（三）银行结算费关联交易 

2017年全年，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银行结算费关联交易，交

易金额共计 441.22万元。 

（四）银行结售汇费关联交易 

    2017 年全年，我司与工商银行发生 32 笔银行结售汇关联交

易，交易金额共计 153.75万元。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017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

分类合并明细表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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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交易概述

1
2017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代理业务 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29.7293076996

2
2017年

第四季度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保险代理业务 银行保险代理业务 0.00567595

3 12/27/2017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资金运用 基金申购-安信新常态股票 0.5 0.5

4
2017年

第四季度
AXA France VIE 股权关系 再保险的分出 共保业务-再保险业务 0.05282836 0.05282836

5 12/4/20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个险、团险及财务系统软

件开发服务
0.01554

6 12/4/20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投资系统软件开发服务 0.0134596875

7
2017年

第四季度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寰球寰亚第三方管理服务
费用

0.0119134 0.0119134

8
2017年

第四季度
安盛旅行援助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境内外急难援助服务费用 0.00065 0.00065

9
2017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工行结算费 0.044122286 0.044122286

10
2017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服务 工行结售汇费 0.0153753123 0.0153753123

11 12/31/2017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第一支行 股权关系 固定资产的租 电销四季度坐席费 0.00828

12
2017年

第四季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固定资产的租赁 职场租赁 0.04209514

13
2017年

第四季度
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营管理
权关系

保险业务 购买公司保险产品 0.002850545 0.002850545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1.10025534
15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656088622
16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4212
17 五矿置业(沈阳)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744
18 五矿智地企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662
19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11232
20 五矿国际广告展览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67453
21 五矿地产(沈阳)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668
22 惠州五矿悦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53187
23 博罗县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27331
24 博罗五矿哈施塔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关系 团体保险业务 员工福利保障保险 0.0000037155

31.61050786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明细表
报告时间：2017.10.01-2017.12.31                                                                                    单位：亿元

合计

29.7349836496

0.0289996875

0.050375144

1.1684094709

关联交易内容

合计

序
号

交易时间

2017年
第四季度

交易对象
关联关系

说明
交易金额


	附件：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季度明细表


